
中国音乐学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拟录取名单公示 

 

根据 2021 年国家下达的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以及《中国音乐学

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经过学校硕士研究

生招生考试委员会、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以及校长办公会审议通

过，2021 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拟录取 114 名（不包含推免生）、全

日制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拟录取 16 名、非全日制硕士研究

生拟录取 7 名、留学生拟录取 2 名。 

 

全日制学术型与专业学位型 

序号 报考院系 报考研究方向 考生编号 姓名 

1 音乐学系 
民族音乐学（含音乐

文献数字化研究） 
100461001010001 段丽婷 

2 音乐学系 
民族音乐学（含音乐

文献数字化研究） 
100461001010003 郭璨 

3 音乐学系 
民族音乐学（含音乐

文献数字化研究） 
100461001010004 虎延双 

4 音乐学系 
民族音乐学（含音乐

文献数字化研究） 
100461001010007 李瑶 

5 音乐学系 
民族音乐学（含音乐

文献数字化研究） 
100461001010014 熊雯煊 

6 音乐学系 
民族音乐学（含音乐

文献数字化研究） 
100461001010016 于帅玲 

7 音乐学系 
民族音乐学（含音乐

文献数字化研究） 
100461001010017 张一丹 

8 音乐学系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 100461001030022 边琛琛 

9 音乐学系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 100461001030024 陈增怡 

10 音乐学系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 100461001030032 李俊萱 

11 音乐学系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 100461001030037 刘沐云 

12 音乐学系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 100461001030040 潘姝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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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音乐学系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 100461001030043 田森 

14 音乐学系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 100461001030046 王徵萱 

15 音乐学系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 100461001030057 张欣 

16 音乐学系 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 100461001040069 刘舒 

17 音乐学系 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 100461001040072 王睿 

18 音乐学系 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 100461001040073 王志宇 

19 音乐学系 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 100461001040077 余馨 

20 音乐学系 中国近代音乐史研究 100461001050081 赵建星 

21 音乐学系 西方音乐史研究 100461001060088 罗婷婷 

22 音乐学系 音乐声学 100461001080094 蒋璐宇 

23 音乐学系 音乐声学 100461001080098 万小东 

24 音乐学系 乐器学 100461001090100 钱文琪 

25 作曲系 作曲 100461002110111 刘一鑫 

26 作曲系 作曲 100461002110114 王培丞 

27 作曲系 作曲 100461002110115 王乔 

28 作曲系 电子音乐作曲 100461002120125 高健栋 

29 作曲系 视唱练耳 100461002170163 蒋婕 

30 作曲系 视唱练耳 100461002170168 喻特 

31 作曲系 视唱练耳 100461002170169 张乃心 

32 作曲系 和声 100461002130141 石巍涵 

33 作曲系 音乐分析 100461002140155 王睿涵 

34 声乐歌剧系 中国声乐 100461004200195 曹力丹 

35 声乐歌剧系 中国声乐 100461004200198 曾霖霖 

36 声乐歌剧系 中国声乐 100461004200219 顾瑶 

37 声乐歌剧系 中国声乐 100461004200222 韩馥伊 

38 声乐歌剧系 中国声乐 100461004200237 雷晰雅 

39 声乐歌剧系 中国声乐 100461004200249 凌月 

40 声乐歌剧系 中国声乐 100461004200257 刘亦仙 

41 声乐歌剧系 中国声乐 100461004200259 刘智豪 

42 声乐歌剧系 中国声乐 100461004200279 桑田 

43 声乐歌剧系 中国声乐 100461004200310 许晓瑄 

44 声乐歌剧系 中国声乐 100461004200311 薛凯忱 

45 声乐歌剧系 中国声乐 100461004200335 张钰杰 

46 声乐歌剧系 中国声乐 100461004200340 赵晶晶 



47 声乐歌剧系 中国声乐 100461004200351 周紫璇 

48 声乐歌剧系 中国声乐 100461004200353 朱正怀 

49 声乐歌剧系 美声 100461004210358 邓蕤 

50 声乐歌剧系 美声 100461004210369 江海洋 

51 声乐歌剧系 美声 100461004210370 姜姝辛 

52 声乐歌剧系 美声 100461004210371 姜小姣 

53 声乐歌剧系 美声 100461004210382 李月月 

54 声乐歌剧系 美声 100461004210397 阮子鑫 

55 声乐歌剧系 美声 100461004210405 涂画 

56 声乐歌剧系 美声 100461004210416 杨家馨 

57 声乐歌剧系 美声 100461004210419 杨韵伊 

58 国乐系 琵琶演奏 100461005220430 童晔忻 

59 国乐系 琵琶演奏 100461005220433 张钰琦 

60 国乐系 扬琴演奏 100461005230435 陈晔 

61 国乐系 扬琴演奏 100461005230437 刘培桢 

62 国乐系 阮演奏 100461005250451 张宏天 

63 国乐系 筝演奏 100461005260456 刘嘉鑫 

64 国乐系 筝演奏 100461005260458 倪一鸣 

65 国乐系 筝演奏 100461005260465 袁钰汀 

66 国乐系 古琴演奏 100461005270469 曾佳慧 

67 国乐系 二胡演奏 100461005280475 崔文静 

68 国乐系 二胡演奏 100461005280482 刘怡璇 

69 国乐系 二胡演奏 100461005280489 薛雅文 

70 国乐系 板胡演奏 100461005290495 张硕 

71 国乐系 打击乐器演奏 100461005340497 顾明慧 

72 钢琴系 钢琴演奏 100461006350502 陈一铨 

73 钢琴系 钢琴演奏 100461006350504 江莉佳 

74 钢琴系 钢琴演奏 100461006350506 李佳 

75 钢琴系 钢琴演奏 100461006350517 周米拉 

76 钢琴系 钢琴艺术指导 100461006360519 曹宇歌 

77 钢琴系 钢琴艺术指导 100461006360539 李馨蕊 

78 钢琴系 钢琴艺术指导 100461006360540 李雪纯 

79 钢琴系 钢琴艺术指导 100461006360546 刘梓淳 

80 钢琴系 钢琴艺术指导 100461006360553 王天月 



81 管弦系 小提琴演奏 100461007380565 冯昭颖 

82 管弦系 小提琴演奏 100461007380569 温程瑄 

83 管弦系 小提琴演奏 100461007380571 张若贤 

84 管弦系 竖琴演奏 100461007410580 沈钦祎 

85 管弦系 长笛演奏 100461007420581 陈兰欣 

86 管弦系 长笛演奏 100461007420583 陈一粟 

87 管弦系 长笛演奏 100461007420589 杨美格 

88 管弦系 单簧管演奏 100461007440596 王子腾 

89 音乐师范教育中心 音乐教育学 100461008470626 何劲豪 

90 音乐师范教育中心 音乐教育学 100461008470640 刘婧涵 

91 音乐师范教育中心 音乐教育学 100461008470644 罗婕菁 

92 音乐师范教育中心 音乐教育学 100461008470671 严乐 

93 音乐师范教育中心 音乐教育管理 100461008510700 宋宪莲 

94 音乐师范教育中心 音乐教育管理 100461008510701 王婧 

95 音乐师范教育中心 音乐教育管理 100461008510702 谢含琢 

96 音乐师范教育中心 钢琴教育研究 100461008520711 李嫣然 

97 音乐师范教育中心 钢琴教育研究 100461008520714 乔波 

98 音乐师范教育中心 钢琴教育研究 100461008520722 赵晨帆 

99 音乐师范教育中心 钢琴教育研究 100461008520723 赵心瑜 

100 音乐师范教育中心 钢琴教育研究 100461008520725 郑茗 

101 音乐师范教育中心 声乐教育研究 100461008530730 陈诗睿 

102 音乐师范教育中心 声乐教育研究 100461008530731 陈晓旭 

103 音乐师范教育中心 声乐教育研究 100461008530732 程紫雨 

104 音乐师范教育中心 声乐教育研究 100461008530747 李彦欣 

105 音乐师范教育中心 声乐教育研究 100461008530752 申吉浩岚 

106 音乐师范教育中心 声乐教育研究 100461008530767 张清雅 

107 艺术管理系 音乐艺术管理 100461009540773 陈畅 

108 艺术管理系 音乐艺术管理 100461009540775 陈瑜 

109 艺术管理系 音乐艺术管理 100461009540778 杜真旭 

110 艺术管理系 音乐艺术管理 100461009540784 李梦然 

111 艺术管理系 音乐艺术管理 100461009540787 李响 

112 艺术管理系 音乐艺术管理 100461009540790 刘美华 

113 艺术管理系 音乐艺术管理 100461009540795 罗娟 

114 艺术管理系 音乐艺术管理 100461009540806 王一淑 



 

 

全日制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 

序号 报考院系 报考研究方向 考生编号 姓名 

1 音乐学系 
民族音乐学（含音乐文

献数字化研究） 
100461001010013 向晓春 

2 音乐学系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 100461001030019 安安 

3 音乐学系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 100461001030025 额日登夫 

4 音乐学系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 100461001030049 杨高友汗 

5 音乐学系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 100461001030054 张启予 

6 作曲系 电子音乐作曲 100461002120127 王闰丰 

7 声乐歌剧系 中国声乐 100461004200189 阿比么日杂 

8 声乐歌剧系 中国声乐 100461004200233 江艾玲 

9 声乐歌剧系 中国声乐 100461004200260 隆英 

10 声乐歌剧系 中国声乐 100461004200288 索郎斯基 

11 声乐歌剧系 中国声乐 100461004200339 赵佳乐 

12 声乐歌剧系 美声 100461004210413 谢军 

13 声乐歌剧系 美声 100461004210414 熊杰 

14 声乐歌剧系 美声 100461004210422 张泸 

15 声乐歌剧系 美声 100461004210428 周书伊 

16 国乐系 阮演奏 100461005250449 滕雯琪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型 

序号 报考院系 报考研究方向 考生编号 姓名 

1 声乐歌剧系 中国声乐 100461004200200 曾梓晴 

2 艺术管理系 剧院管理 100461009980822 王媛媛 



 

 

 

 

 

 

 

 

公示时间为即日起 10 个工作日。咨询电话：010-64887101（工

作日每天上午 9:30-11:30）。 

 

 

中国音乐学院 

2021年 4 月 20日 

调剂为非全日制专业学位型 

序号 报考院系 报考研究方向 考生编号 姓名 

1 声乐歌剧系 中国声乐 100461004200242 李嘉怡 

2 国乐系 古琴演奏 100461005270472 孙昊鹏 

3 国乐系 二胡演奏 100461005280476 葛兆督 

4 钢琴系 钢琴艺术指导 100461006360543 刘丰玉 

5 钢琴系 钢琴艺术指导 100461006360561 张锡晟 

留学生 

序号 报考院系 报考研究方向 考生编号 姓名 

1 国乐系 阮演奏 100461005250823 俞嘉 

2 国乐系 阮演奏 100461005250824 黄炜杰 


